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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溃！一家长在朋友圈刷到未成年女儿的不雅视频，她竟只是为了给游戏充值⋯⋯

诱导儿童拍不雅视频，“隔空”猥亵一样要严惩
近日，苏州一位家长点开朋友圈，竟看到自己未成年女儿

的不雅视频。这位家长大吃一惊，立即报警，罪犯被绳之以法。
如今，这类案件真不少，虽然有些并未对孩子造成真实的

身体伤害，但“隔空”猥亵可以放过吗？

女 孩 方 方 今 年 读 小 学 五 年
级。和班上不少同学一样，方方
也在玩某款经典网游，并且在网
上加了不少好友，相互交流游戏
技巧。

在游戏中，方方结识了一名男
子，对方答应给方方的游戏进行充
值，作为交换条件，方方要按照他
的指示，拍摄一些不雅视频。

方方一心想着游戏，竟然偷偷
拍了不雅视频发给他。然而视频
发过去后，男子一直都没有兑现给
她充值的承诺。

不仅如此，男子还变本加厉，
要求方方拍摄更多的裸露视频。
见方方不愿意，男子威胁她，要将
不雅视频散播到朋友圈。

方方直接将其拉黑，男子一气

之下，将方方的裸露视频发到朋友
圈，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方方的家
人看到视频后，立即向警方报案。
警方查明，该男子是社会青年高某
并将其抓获。

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检察院相
关检察官提醒称，犯罪嫌疑人为了
追求性刺激和性满足，通过网络聊
天进行引诱、恐吓，胁迫不满 14 周
岁的儿童传送裸露视频给其观
赏。本案中虽然没有直接的身体
接触，但犯罪嫌疑人在网络空间中
实施的行为，也是真实有效社会行
为的延伸，同样构成了对《刑法》所
保护的未成年人权益的侵害，已涉
嫌猥亵儿童犯罪。

最终，法院认定高某犯猥亵儿
童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事件 女孩受引诱发不雅视频

如今，越来越多的孩子很
早就接触互联网，甚至不少游
戏是专门为儿童开发的。但
估计家长怎么都没想到，所谓
的儿童网游里竟然暗藏不法
分子，他们为了引诱儿童无所
不用其极。

日前就有网友爆料，在某
款儿童社交网络游戏中，有人
以免费赠送支付充值卡券为
诱饵，引诱女童裸聊，甚至线
下约见实施猥亵。

网络空间，夹杂着诱惑

暗黑，这块阵地并不是放任
孩子们玩耍的地方，家长们
的监督和引导必不可少。爸
爸妈妈们可以告诉孩子，在
浏览网站时，一定要注意以
下几点：

1. 没有经过家长同意，不
透露姓名、住址、电话等个人
信息。

2. 不理睬不良信息，孩子
们如果看到让自己感到不适
的网站内容，要告诉家长。

3. 不要约见陌生网友，必

须要在父母同意或者陪同下
进行。

4. 世上没有免费的“ 午
餐”，网上的人不都是像他们
表现出来的一样，也有可能是
伪装的。

5. 不过度使用网络、控制
上网时间，减少对健康产生的
不良影响。

6. 不要浏览“儿童不宜”
的网站或栏目，如果无意中
进入了此类网站，要立即关
闭。

提醒 网游暗藏“色魔”需小心

@旅途：建议国家将这
种猥亵儿童的人终身监禁！

@香格里拉：这样的龌
龊智商还骗钱？在牢房里慢
慢反省吧。

@ 孩 子 他 爹 ：什 么 游
戏？真是祸害下一代啊。

@爱的蓝颜：引诱未成
年人犯错，必须严惩。

@记忆封存：犯罪成本
真低。

@热搜哈：难道家长就
没有责任吗？

@阿路法多：自己的朋
友圈里看到自己女儿视频？
这男的还认识？

@可爱的小高个：对儿童
下手的一定要严惩，《未成年
人保护法》要起到保护作用。

@ssjisj：变 态 ！ 建 议 公
布身份信息和清晰照片！以
便让大家注意防范。

@不要理我：这孩子也
真不让家长省心。

@陆人乙：别说五年级
了，就是高中大学都有为了钱
出卖身体的。

@Capri：家长朋友圈能
看到这些东西，值得思考一
下。

@花姐想要幸福生活：
家长在朋友圈看见？传播者
也应处罚。

网评 判得太轻了

江苏 小伙网上引诱 13
岁女孩拍不雅视频

4月24日，江苏省女法官
协会发布了保护妇女儿童权
益典型案例，其中一起少女上
网被猥亵敲诈案入选典型案
例。一名男子在网上以发红
包的方式，引诱 13 岁女孩小
艳拍摄不雅照片和视频，并以
向小艳的老师、同学、家长发
裸照威胁的手段，先后获取小
艳裸照二十多张和不雅视频
十多段，并以此要挟女孩的母
亲给他汇款 5 万元。女孩母
亲报警后，男子被抓，最终被
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罚金
1000元。

河南 传播销售不雅图片
视频案

2017 年 8 月 15 日，根据

群众举报，郑州市公安局二里
岗分局查处“西边的风”网站
传播销售涉未成年人不雅图
片视频案，抓获吴某升等涉案
人 4 名 。 经 查 ，2011 年 至
2017 年 8 月，吴某升以上海
启蒙模特总公司名义招募模
特拍摄照片及视频，伙同王某
才、曹某丽、尹某某以拍摄儿
童教育片为由，先后蒙骗一百
余名未成年人拍摄不雅视频，
上传至开设的“西边的风”网
站，以会员的形式销售，从中
牟利50余万元。

内蒙古 录制传播儿童淫
秽色情视频牟利案

2017 年 9 月，根据群众
举报，包头市东河区公安部门
破获一起录制传播儿童淫秽
色情视频牟利案。经查，马某
某寻找涉世未深的男性中学
生，通过给受害人充手机话

费、发微信红包等诱骗手段，
性侵受害人并录制淫秽色情
视频出售。2015 年以来，其
在网上向外地另一名犯罪嫌
疑人出售淫秽色情视频 20
部，获利2万元。

辽 宁 传 播 淫 秽 物 品 牟
利案

2017 年 8 月 24 日，沈阳
市公安部门破获一起传播幼女
淫秽视频牟利案，当场抓获犯
罪嫌疑人吴某，查获电脑5台、
手机 6 部，从中查获幼女淫秽
视频100余部。经查，吴某以
发红包为诱饵，诱骗 3 名幼女
为其拍摄淫秽视频。获取淫秽
视频后，吴某利用某短视频平
台发布淫秽信息，建立微信及
QQ群并在群中发布淫秽视频
200 余部供群成员观看，收取
红包牟利1000余元。目前，案
件已移交检察机关起诉。

相关

法官表示，虽然网络犯罪
行为与现实中的犯罪行为在
手段、方式上有所不同，但其
同样具有社会危险性，甚至由
于其传播的迅速性和网络的
虚拟性，比现实社会中的犯罪
行为更具危害性和隐蔽性。
犯罪分子借助网络通信手段，

利用未成年少女社会阅历尚
浅，施以诱骗、胁迫等手段对
未成年女性进行猥亵，之后又
以将不雅视频发送网络等方
式进行敲诈，给被害人身心造
成巨大伤害。

法官希望广大的家长、教
师们对身边的未成年人倾注

更多的关注，引领他们正确使
用网络，教育他们如何判断危
险，嘱咐他们不能贪图一时的
蝇头小利而做出对自己不利
的事。社会各界也要各司其
职、加大对网络的监管，加强
对网络犯罪的打击力度，净化
网络环境。 本报综合

法官 别贪图一时小利而伤害自己


